
 

 

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課外活動組別介紹（2021-2022）               

 組別名稱 負責老師 活動內容 收生標準 名額 會費 開會日期(除活動課節外)/ 備註 

A1 
中文及普通話學

會 

李貴芬老師  章嘉誠老師 

莫佩怡老師  譚永成老師 
語文遊戲﹑寫作活動，參觀 中一至中六 40 --  

A2 中國文學學會 尹秀卿老師 
分享中國文學知識﹑小故事；認識淺易中國文學作品﹔進行與中

國文學有關的遊戲，如猜燈謎﹔嘗試創作古典文學。 
中一至中三 12 -- 待定 

A3 英文學會 

伍佩兒老師  林美儀老師 

戴智琛老師  張小鳳老師 

Mr.Milnes    李曉穎老師 

黄煒棋老師  阮凱欣老師 

岑浩榕老師 

1. 到戲院看電影 

2. 參觀, 戶外活動 

3. 有獎問答遊戲 

4. 桌上遊戲, 紙牌遊戲 

5. 集體遊戲 

6. 欣賞及品嚐咖啡 

中一至中六 90 --  

A4 
英文學會–  

多角度學習英語 
伍志成老師 

參加迪士尼-YES Programme (English)、參觀國泰航空城、英文電影

欣賞、英文 Karaoke 比賽。 
中一至中三 18 -- 可獲迪士尼頒發證書 

A5 高中數學學會 陳慧儀老師 

日常生活之中有不少事件，原來都與數學有關。本學會將介紹以

下六個項目與數學的關係﹕ 

1) 概率應用之「running man 中為何宋智孝總會羸」 

2) 排列與組合應用之「759 車仔麵﹕何時重複?」 

3) 上捨入法應用之 BBQ  4) 圓形分割之「七個人如何平分 Pizza 

5) 歸約公式應用之超級遊戲獎門人的「開口中」 

6) 曆法介紹之「復活﹑清明連環放大假」 

中四至中六 

 
12 -- 待定 

A6 初中數學學會 陳鴻列老師 
本學會將安排不同與數學有關的活動，包括寶石棋、挑戰 24、數

獨遊戲和 T 字之謎等，從而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興趣。 
中一至中三 12  待定 

A7 生物學會 顏惠芬老師 解剖青蛙、透明魚、葉脈書籤、抽取 DNA，户外燒烤。 中四至中六 12 --  

A8 化學學會 石君儀老師  黃智雄先生 
進行不同的有趣實驗，如製作水晶膠、非牛頓流液、肥皂等。 

校外活動如參觀實驗室、污水處理廠或參與和大學合辦活動等。 
中三至中六 12 --  

A9 物理學會 高梓揚老師 

歡迎喜歡科學的同學參加！活動如下： 

投石器製作、紙飛機飛行比賽、雞蛋撞地球實驗、 

太空館天象廳電影欣賞，科學館特別展館參觀等。 

中三至中六 12 --  

A10 綜合科學學會 梁靄琼老師  李慧群老師 如果你對科學鑑證有興趣，就來參加<鑑證科學工作坊 >，內容包中一至中四 22 --  



括有套取指紋方法、認識骸骨、介紹遺傳 DNA 等等。 

A11 歷史學會 方心詠老師  李秀君老師 
藉參觀博物館、古建築、歷史遺蹟及電影欣賞等 ，以擴闊同學的

視野及加深對中國及香港歷史的認識。 
中一至中六 22 --   

A12 通識教育學會 洪德銘老師 遊戲、比賽、參觀、電影欣賞、講座、聯誼活動。 中一至中六 12 -- 從未參加過本會的同學優先 

A13 地理學會 
盧冠昌老師  陳錦霞老師 

李國強老師 

地理學會將舉辦多元化的活動供同學參與，包活環保手工藝製

作、參觀環境教育中心、遠足、生態旅遊及講座，讓同學認識及

體驗人文和自然環境的真、善、美。 

中一至中六 32 -- 待定 

A14 電腦學會 朱煒基老師 
學習各種電腦軟硬件的應用及相關電腦資訊，例如：電腦硬件組

裝、電腦週邊配件介紹 
中一至中六 12  待定 

A15 
電腦學會–迷你

四驅研究所 
凌家樑老師  陳偉洛老師 

透過組合並改裝屬於自己的迷你四驅車，同步提升四驅車的性能

和學生的科學知識。 
中一至中五 22 $20 

待定 / 學生須自備一部迷你四驅

車(約$60) 

A16 
視藝學會–書法

樂園 
劉誠廣老師 

學習雕刻文字與肖形印章、介紹並創作不同類形的象形文字、體

驗華夏文字組合的趣味。 
中一至中五 12 -- 待定 

A17 
設計學會–創意

夢工場 
戴鳳萍老師 獨一無二 DIY﹑校外參觀設計展覽，BBQ 活動 中一至中六 14 --  

A18 設計與科技學會 鄭金倫老師 
利用各類工具及材料，設計並創作別緻飾物，如鎖匙扣、玻璃介

指及鍊墜等。 
中一至中六 12 -- 待定 

A19 家政學會 王玉娟老師 多元活動﹕聯科組參觀及燒烤活動﹑飲食聚會﹑手工 中一至中六 12 -- 待定 

        

B1 紅十字會 
王楚舜老師  莫皓鈞老師 

蕭仲宜老師 

紅十字會基礎知識、步操訓練、急救課程及義工服務。另有參

觀及燒烤活動。 

中一至中六 

舊會員優先 

不必重選 

40 $150 

中一級須購買制服，合資格者

可申請資助 

中一步操訓練待定 

B2 社會服務組 
梁慧珍老師  許善芬老師  

何潔儀老師  鄺婉琛老師 
參與不同的社區服務：步行籌款﹑賣旗﹑探訪安老院等。 

中一至中六 
40 -- 

 

B3 圖書館服務員 梁有甜老師 
圖書館技巧(借還圖書、排書上架、圖書編目)、優先借閱新書、

參觀書店及茶敘。 
中一至中五 12 -- 

 

 

C1 籃球小組 馬嘉俊老師 

你 - 鐘意籃球嗎? 你 - 想挑戰自己嗎? 你 - 想變得有自信嗎? 

你 - 想結識更多朋友嗎? 只要你有一個答案係 "是"，無論高矮

肥瘦，不用想，立即參加籃球小組吧 !!! 馬 SIR 歡迎你。

GOGOGO!!! 

中一至中六 20 --  



C2 羽毛球小組 黃競超老師  梁朗姿老師 學習正確羽毛球基礎技術，歡迎初學者。 中一至中六 24 --  

 組別名稱 負責老師 活動內容 收生標準 
名

額 
會費 

開會日期(除活動課節外)/ 備

註 

C3 手球小組 余志恒老師  許文邦先生 

手球隊成立六年積極參與學界和不同大小的全港性比賽。其中更

有超過 20 位同學成功入選香港手球隊，到歐洲﹑內地和台灣參加

手球比賽。而他們都由學校手球組開始參與訓練至香港代表隊。

歡迎任何同學參加，不論你對手球認識與否，余 Sir 都會教授你。 

中一至中六男

生 
24 --  

 

D1 行業大搜查 謝淑華老師  黃佩恩老師 

透過體驗認識不同行業的工作情況及要求. 

內容包括 : 生涯規劃卓上遊戲 , 食住學餐卓禮儀,由同學自選體驗活

動(於下午進行) 

中三至中五 

 
20 

$50(食住學

餐卓禮儀) 
待定 

D2 攝影小組 廖啟忠老師   教授攝影技巧，參觀攝影展覽，並舉辦外拍活動。 中一至中六 12 -- 備有攝影器材 

D3 創藝坊 
廖月明老師  梁業榮老師 

郭詠恩老師   

學習藝術創作包括樂器演奏﹑作曲﹑舞蹈和戲劇等。 

參加「香港藝術節之友」欣賞藝術節目。 

中一至中五 

須選拔 
40 -- 逢星期五、星期六練習 

D4 「棋」「紙」樂 李家俊老師   下下棋、玩玩紙牌、摺摺紙……輕輕鬆鬆享受「棋」、「紙」樂。 中一至中六 12 -- 待定 

D5 遊藝會 謝嘉怡老師  連曉彤老師 
動動手，製作多個節日擺設，美化空間。若同學有興趣製作花藝擺設、

聖誕裝飾等，歡迎參加，一同享受創作快樂。 
中一至中六 20 --- 待定 

D6 園藝小組 蔡海英老師     派花苗﹑種花﹑種菜等，去花展，去參觀不同的園藝機構。 中一至中六 12 -- 待定 

D7 健康生活小組 江燕芬老師   提供健康資訊，聯誼活動學習人際關係，戶外活動接觸大自然。 中一至中六 12 
F.1-F5($10) 

F.6($5) 
待定 

D8 
電影文化研究

學會 
周卓軒老師  黎曜銘老師 

透過電影欣賞，解構電影中的拍攝手法及文化符號，了解不同地域

的電影特色及文化。 
中三至中六 24 -- 待定 

D9 環保小組 黃曉玲老師  劉震邦老師 
活動內容：透過不同的活動（例如參觀，社區活動等）培養同學成

為校內環保大使，在校內推廣環保。 
中一至中四 20   

D10 星球計劃 梅慧婷老師 
透過學習不同的扭氣球技巧，製作出不同的氣球作品或參與大型氣

球佈置，亦會了解香港氣球事業的發展。 
中一至中六 12  待定 

 



以下活動不在活動課節進行，請有興趣同學自行留意各組報名辦法。 

組別名稱 負責老師 活動內容 收生標準 名額 會費 開會日期(除活動課節外)/ 備註 

女子籃球隊 梁靄琼老師 籃球基礎練習。 籃球隊員 -- -- 
(全日課) 逢星期二、四(4:20~5:50) 

(半日課) 待定(配合防疫要求) 

田徑隊 馬嘉俊老師 梁靄琼老師 田徑練習 不公開招生 -- -- 學界比賽前練習 

中國舞校隊 
梁慧珍老師 王楚舜老師 

校外導師 

通過一系列的有系統課程訓練，令學生有效地掌握中國

民族舞的技巧。 

有舞蹈天賦及熱誠

的女生 
30 -- 

(全日課) 逢星期二、四(4:20~5:50) 

(半日課) 待定(配合防疫要求) 

學費由校方津貼 

Hip Hop 舞蹈組 
黎曜銘老師 高梓揚老師 

校外導師 

專業舞蹈員教授 Hip Hop 舞，參與校內或校外表演及比

賽。 

對 Hip Hop 舞有熱

誠的同學 
30  

(全日課) 高級組逢星期四練習 

初級組逢星期五練習 

(半日課) 待定(配合防疫要求) 

搖搖小組 劉震邦老師 
由淺入深學習不同類型的搖搖花式, 並考取段位資格和

參加校際比賽。 
有興趣的同學 10 --  

合唱團 梁業榮老師 廖月明老師 

透過每星期練習培訓團員的歌唱﹑和唱﹑歌曲演繹技巧。 

合唱團將參加校際音樂節及觀塘合唱匯演等活動，為團

員提供演唱機會。 

由老師挑選 60 -- 待定 

龍獅藝 
黎曜銘老師 阮凱欣老師

校外導師 
學習南獅與金龍的舞動，於慶典中表演 男女均可 25 -- 逢星期六 

香港青年獎勵計

劃 
高梓揚老師 

分銅、銀、金三個章級，每個章級需完成服務、技能、

康樂體育、及野外鍛鍊四方面，是訓練全人的途徑。 
13 歲半以上 不限 $35 

需利用個人空閒時間完成相關訓

練，同學亦可借用野外訓練裝備。 

手鐘隊 廖月明老師 學習演奏手鐘方法。參加校際手鐘比賽及演出。 
中一至中四 

(須選拔) 
20 -- 待定 

社會服務組 
梁慧珍老師  許善芬老師  

何潔儀老師  鄺婉琛老師 

參與不同的社區服務：步行籌款﹑賣旗﹑探訪安老院等。 中一至中六 40 
  

本年度四次活動日期：15/10/2021 (五)，3/12/2021 (五)，28/1/2021 (五)，11/3/2021 (五)，27/5/2021(五) 

每位同學須選擇其中五項活動（有編號者），參與活動課節及最少一次該活動於其他時段安排的集會。 

同學請將選擇填寫於 Google Form 內。 

其餘沒有編號的活動，同學可就自己的空餘時間參加，詳情請留意個別小組的宣傳及招募行動。                 

 


